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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无忌的立法与乱法
□ 吴 鹏
因主持修撰 《唐律疏议》，长
孙无忌成为唐代法治建设进程中的
重要人物。按常理说，作为立法工
作的主持者，他本应成为依法理政
的践行者、法治尊严的守卫者，但
历史的真相远非如此。

领衔修律

立法大唐

长孙无忌出身于关陇贵族核心
家庭，从小就与同集团的李世民友
善。他将妹妹嫁给李世民为妻，李
世民亦视他为心腹。
李世民登基成为唐太宗后，面
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制定法律。贞观
元年 （627 年） 正月，“上命吏部
尚书长孙无忌等与学士、法官更议
定律令”，唐太宗命令长孙无忌带
领众人对高祖武德年间仓促制定的
《武德律》 进行系统修改。经过十
余年的努力，“定令一千五百九十
条，为三十卷”
，是为 《贞观律》。
唐太宗晚年，朝廷陷入因接班
人问题导致的政治斗争之中。作为
关陇贵族代表的长孙无忌力推晋王
李治入主东宫，房玄龄等普通地主
官员主张立魏王李泰为太子。一直
在关陇贵族和普通地主之间搞平衡
的唐太宗经过反复考虑，最终在长
孙无忌的强力劝说下，完全倒向关
陇贵族，确立李治为接班人。李治
即位成唐高宗，长孙无忌作为拥立
者，官拜太尉、检校中书令，控制
门下省，事实上成为朝政的主导
者。
高宗登基后，在推行“遵贞观
故事，务在恤刑”的宽缓慎刑总体
法治政策前提下，开始对建国以来
的律令格式进行系统清理审查。永
徽初年，高宗下令长孙无忌等人
“共撰定律令格式，旧制不便者，
皆随删改”。经过一年工作，修成
《永徽律》 十二卷等法令。永徽二

年 （651 年） 闰九月，“长孙无忌
等上所删定律令式”
，颁行天下。
《永徽律》 颁行后，因“律学
未有定疏”，科举中的明法科目考
试没有标准答案可以参考，永徽三
年 （652 年），唐高宗又让长孙无
忌领衔编撰 《律疏》，解释专门术
语，补充疏漏之处，“成三十卷”。
永徽四年 （653 年） 十一月下诏颁
行，附于 《永徽律》 律文之后，与
律 文 具 有 同 等 法 律 效 力 。《永 徽
律》 由此和 《律疏》 合体为 《永徽
律 疏》， 后 世 称 为 《唐 律 疏 议》，
“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
，成为
法官断案的标准和依据。

以法之名

清除政敌

作为贞观永徽两朝修律工作的
领衔人，长孙无忌可以说是大唐法
制事业的重要奠基人，理应在内心
深处种下对法律的敬畏之心。遗憾
的是，可能是亲眼看到法条从手上
制定出来，长孙无忌反而在心中破
除了法律的威严感，认为法律只是
他制造出的工具。既然是工具，那
就理应为人服务，甚至可以为个人
政治目的服务。
就在长孙无忌领衔编修 《唐律
疏 议 》 期 间 ， 永 徽 三 年 （652
年），房玄龄家族爆出一桩丑闻。
房玄龄次子房遗爱为争夺家产，竟
诬陷大哥房遗直非礼高阳公主 （房
遗爱的妻子）。长孙无忌从中看到
了政治机会。
虽然在贞观晚年的接班人斗争
中，关陇贵族集团胜出，但普通地
主官员只是暂时受挫，实力仍在稳
步上升。要进一步解决普通地主问
题，必须清算普通地主集团的擎天
巨柱房玄龄家族政治遗产。要保持
长孙无忌本人的权势，必须继续清
洗朝廷中不和他一条心的官员。长

孙无忌刚想打瞌睡，房遗爱就主动
送上枕头。接手此案后，长孙无忌
以高阳公主打探宫里政治动向为
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房遗
爱、高阳公主原告变被告，打成谋
反分子。
这还不算，长孙无忌乘胜追
击，把平素与房遗爱交好的荆王李
元景、大将薛万徹等人全部卷了进
去，打成谋反集团。这几个人在唐
高宗即位后的政治格局中，属于被
边缘化的人物，平时对朝廷有一些
怨言，但不至于谋反。
如果说房遗爱、高阳公主、李
元景、薛万徹还算有些谋反嫌疑，
毕竟发过牢骚，处置他们勉强符合
《唐律疏议·贼盗律》 中 “但谋即
罪”的规定。但接下来，长孙无忌
继续扩大打击面，完全突破了唐律
关于谋反罪的底线。因唐太宗有过
用第三子李恪换掉李治当接班人的
想法，长孙无忌视李恪为眼中钉肉
中刺，就利用房遗爱怕死求生的心
理，授意他指证李恪参加谋反集
团，房遗爱“因言与恪同谋”。
按 照 《唐 律 疏 议 · 贼 盗 律》
的规定，
“ 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
之计，
而无状可寻者，
流二千里”，
房
遗爱、高阳公主只是有谋反嫌疑，
李
元景、薛万徹只是口出怨言，
李恪更
是无迹可寻，都没有具体的谋反计
划，按律最多流放两千里。长孙无
忌必须突破法律上线，才能达到政
治目的。永徽四年（653 年）二月，
长孙无忌对房遗爱案作出判决：房
遗爱、薛万徹斩首，
李元景、李恪、高
阳公主自尽。
通过处置房遗爱一案，普通地
主的上升势头暂时被关陇贵族摁
住，长孙无忌完全掌控了朝政。而
这些，是以唐律尊严被践踏为代价
的。长孙无忌亲自制定的法律，被
他亲手降低到工具层次。

坏法乱纪

终遭清算

房遗爱一案中，
被陷害的李恪在临
死前曾发出诅咒，
“长孙无忌窃弄威权，
构害良善，
宗社有灵，
当族灭不久”，
长
孙无忌你践踏法律尊严，
一定会被诛灭
全族。李恪在咆哮，
长孙无忌在狂笑。
但笑到最后的，
不会是长孙无忌。
永徽五年（654 年）五月，
高宗与长
孙无忌君臣曾有一段关于用法宽平的
对话，高宗认为“狱讼繁多，皆由刑罚
枉滥”，当今天下无事，四海太平，
“欲
与公等共行宽政”
，
遂询问长孙无忌
“今
日刑罚，
得无枉滥乎？
”
长孙无忌回答说，
“陛下喜怒不妄加于人，
刑罚自然适中”
，
只要皇帝不因一喜放过一个坏人，
不因
一怒冤枉一个好人，
以法律而不是以喜
怒为准绳，
以事实而不是以好恶为依据，
自然能做到刑罚适中。劝诫高宗
“喜怒
不妄加于人”
的长孙无忌，
显然已经忘记
一年前他是如何将个人恩怨加诸于李
恪等人身上的了。
长孙无忌能用法律清除政敌，政
敌同样也能用法律清洗他。长孙无忌
的政敌不是别人，正是他一手扶上去
的外甥高宗。唐高宗要掌握绝对权
力，成为真正的皇帝，必须摆脱以长
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集团的包围，
另外大规模起用普通地主官员，来平
衡关陇贵族势力。高宗要夺权，矛头
只能对准长孙无忌集团。
从永徽五年（654 年）六月起，高
宗开始逐步剪除长孙无忌的外围羽
翼，接着通过废掉王皇后改立武则天
为皇后的“废王立武”一战，全面夺回
了本属于皇帝的权力。政治斗争结
束，
接下来就是如何使用合法手段，
以
法律的名义清洗对手。
显庆四年（659 年）四月，洛阳人
李奉节状告韦季方和李巢拉帮结派搞
党 争 ，唐 高 宗 下 令 宠 臣 许 敬 宗 去 调
查。许敬宗决定将案子往长孙无忌身

《传习录
传习录》
》对法官的启示
□ 刘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曾 指 出 ：“ 王
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精 华 ……要把文化变成一种内生
的源泉动力，
作为我们的营养，
像古
代圣贤那样格物穷理、
知行合一、
经
世致用。”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经典《传习录》，是明代哲学家王
阳明的问答语录和书信集。这些语
录、书信所包含的阳明心学哲学思
想，
不仅为世人提供了认识世界、
改
造世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而且蕴
藏着丰厚的司法智慧。
“心即理”
“知行合一”和“致
良知”这三个命题相辅相成，共同
架构起阳明心学的哲学体系。
“心即理”即“心外无理，心

外无物”，意指万事万物之理本就天
然藏于内心之中。每个人都有一颗光
明本心，良知就 在 光 明 本 心 之 中 ，
要在光明本心的指引下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这也提醒法官
应以擦亮光明本心为努力方向，应
以符合公众良知为自由裁量权运用
方向，应以唤醒当事人及社会大众
心中沉睡的良知以及被遗忘的传统美
德为释法明理方向。
“知行合一”即事上用功，侧重
在与外在世界的互动中进行实践，是
主体自觉到良知且将良知完全开示出
来，并按照良知的要求去处理事物的
过程，是从满足主体的自我成就感出
发推动道德实践的过程。
“致良知”侧重心上磨炼，人人
都有良知，不过有时候良知被遮蔽，
不能发挥它的能量。心上磨炼是一个
提高人生境界、道德情感、理性自觉
和道德意志的认知过程。
“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为法
官加强自我约束、遵循司法良知、教
化社会公众提供了以下具体路径：

月
时刻省察克己

体境界的不断提升，法院的整体形象
才能树立起来。

相对于其他职业，社会对法官有
着更高的道德要求，要求其不为物质
蒙蔽，不因人情所动，不限于自己的
私心。尽管脱去法袍之后，法官只是
一个在尘世中生活的普通人，但法官
品行、道德境界必然应高于普通人，
这是法官职责所决定的。“刑事审判
决定着人的生命和自由，商事审判和
民事审判决定重大利益的归属和身份
关系的变化，行政审判关涉着公权力
和私权利之间的分配”，而法官就掌
握着这种予夺的权力。
从自我监督层面来看，良知就像
内心的岗哨，监视着司法者的行为，
防止司法者触碰原则底线。对于法官
来说，外在的司法风险防范机制有利
于自身规矩处事，内在的良知则能指
引自己慎独，做到表里如一，守住思
想底线。法官需要并应该通过良知修
养，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与审判水
平，成为法治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
者、坚定捍卫者。也只有通过法官个

挖掘司法良知
人民法院为定分止争、维护社会
秩序、树立司法权威作出了巨大的努
力，也取得了不菲成效。但仍有些当
事人不接受、不认可裁判，不停地上
访、闹访，公众、媒体也对个别案件
的审理存在质疑，司法权威仍待加
强。究其原因，乃是法官传递的公平
正义价值观未被他们认可。
对案件的审判，有三种不同的审
理者：单纯付出时间和精力的司法民
工、能处理疑难案件的司法工匠与遵
循良知引导判案的司法大师。司法民
工单纯付出精力，像自动售货机一
般，一个口输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
文，另一个口输出司法判决，机械运
行。司法工匠掌握了法律理论和适用
的技巧，面对复杂的不能机械化处理
的案件，可依靠其深厚的理论素养解
决。司法大师则敬重情理法理，遵循
人类生存发展的规律，尊重人性，以

良知考量公平正义，指导裁判行为，
所以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
果，更得到了当事人的推崇。可见，
法律思维是法官以自身专业技术实现
司法正义的途径和形式，而司法良知
则是能确保审判得当的灵魂和根基，
对案件的判断既要遵循法律，也应不
忘听从良知的判断、人性的呼唤。

弘扬传统美德
教化作为中国古代司法的一项重
要功能，在当今也同样适用。中国司
法传统的一大特点是重视司法的教化
作用，重视良知的传递。在中国古代
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一的体制下，地方
行政长官兼有司法权，道德教化不仅
是其行政责任，也是其司法目标。刑
罚通过制裁力量阻却那些不接受道德
教化的行为，与此同时，也通过内含
的道德精神对当事人和旁观者进行教
育感化。
现代社会，
许多纠纷因物质利益而
起，
很多案件的当事人陷入利益的漩涡
不能自拔。法官以良知为价值指引，
追
求实质正义，
进行价值衡量，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
积极释法
明理，
对当事人及社会大众来说，
毋宁
是接受一场道德上的洗礼。中国传统
文化博大精深，
我们应汲取其精华，
走
中国特色的司法审判道路。
（作者单位：山东省莒县人民法院）

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平湖市呵
呵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平湖市呵呵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0月2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法庭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委
人民法院报2018年9月14日（总第7472期）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及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浙江]平湖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29日裁定受理杭州邑禅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7月27
申请公示催告
日指定浙江印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
杭州邑禅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
申请人西安建祥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
11月10日前，
向杭州邑禅科技有限公司的管理人（通讯地址：
杭州市富阳区恩波大道677号金富春
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
现予以公告。
一、
公示催告申请
大厦7楼；
邮政编码：
311400；
联系人：
方明泽；
联系电话：
17826840300）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
人：
西安建祥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二、
公示催告的票据：
票号31300052/32012102、
出票日期
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
2018年7月24日，
汇票到期日2019年1月24日，
付款行：
晋城银行太原分行，
票面金额为20万
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元人民币，
出票人为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山西卓安物资贸易有限公
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
司，
第一背书人为山西卓安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持票人为申请人。
三、
申报权利的期间：
自公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杭州邑禅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2019年1月24日）后25日内。
四、
在上述申报票据权利的期间内，
利
应当向杭州邑禅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1月29日9时在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
本院五号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
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送达裁判文书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当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明书，
如委托
申请人北京顺欣华水平衡测试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向本院申请
本院于2018年4月2日受理了申请人登封汇特磨料磨具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
对其遗 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
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
现予以公 失的号码为31300051/43638438，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34 032元，
出票日期为2018年2月8日，
汇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告。
一、
公示催告申请人：
北京顺欣华水平衡测试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
公示催告的票 票到期日为2018年8月8日，
出票人为奉化建耀轴业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宁波市裕和机电商行，
付 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
据：
票号30300051/24598605，
出票日期2018年2月6日，
汇票到期日2018年8月6日，
付款 款行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
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期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
[浙江]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行：
中国光大银行太原分行本部，
票面金额为20万元人民币，
出票人为山西创美建筑安装工 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2018年8月30日判决：
一、
宣告申请人登封汇特磨料磨具有限公司持有的
因浙江洁能电气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程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山西晟世晋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
背书人依次为山西晟世晋兴格 号码为31300051/43638438，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34 032元，
出票日期为2018年2月8日，
汇票到 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裁定终结浙江洁能电气有限
力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福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持票人 期日为2018年8月8日，
出票人为奉化建耀轴业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宁波市裕和机电商行，
付款 公司破产程序。
[浙江]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为申请人。
三、
申报权利的期间：
自公告之日起至60日内。
四、
在上述申报票据权利的期间内， 行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
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
申请人
本院根据浙江省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申请于2018年7月14日裁定受理桐乡市青石兴达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 登封汇特磨料磨具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8月6日指定浙江峻德律师事务所为桐乡市青石兴
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达鞋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
桐乡市青石兴达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向
送达破产文书
申请人四川一脉科技有限公司因票据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
管理人浙江方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通信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海昌南路426号中海大厦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
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四川一脉
本院根据债权人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平湖市分公司的申请，
于2018年
号楼7楼；
邮政编码：
314400；
联系人：
吴钰雯律师，
0573-87236910、
13736496655）申报债权，
科技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
银行承兑汇票，
号码31300052/31281025，
票面金额50 8月10日裁定受理了平湖市呵呵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8月23日指
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如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万元整，
出票人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收款人陕西鑫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出票日2018年 定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为平湖市呵呵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平湖市呵呵嘿电子商务有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4月24日，
到期日2018年10月24日，
付款行西安银行新城支行。
三自公告之日起70日内，
利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
向管理人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
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桐乡市青石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 浙江省嘉兴市中山东路1601号世纪广场5楼；
邮政编码：
314001；
联系电话：
13806731975、
兴达鞋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陕西]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0573-82091331）申报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
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
并提
2018年10月25日下午14时在本院十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申请人无锡大隆电工机械有限公司因丧失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1份，
向本院申请公 交有关证据。
债权人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此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
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
现予以 前已进行的分配，
不再对其补充分配。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
由补充申报人承担。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债权申报人委托

公 告

公告。
一、
公示催告申请人：
无锡大隆电工机械有限公司。
二、
公示催告的票据：
汇票号码为
31600051 21559817，
出票日期为2018年4月27日，
出票人为浙江耐乐铜业有限公司，
付款
行为浙商银行绍兴分行，
收款人为江西耐乐铜业有限公司，
出票金额为27,800元，
汇票到期
日为2018年10月27日，
持票人为无锡大隆电工机械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
三、
申报权
利的期间：
2018年8月27日起至2018年11月11日止。
四、
自公告之日起76日内，
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
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烟台浩阳机械有限公司因丧失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1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
现予以公告。
一、
公
示催告申请人：烟台浩阳机械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汇票号码为31300051
46350093，
出票日期为2018年6月15日，
出票人为绍兴宏强印染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绍兴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轻纺城支行，
收款人为绍兴县锦润纺织纱业有限公司，
出票金额为100000元，
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12月15日，
持票人为烟台浩阳机械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
三、
申
报权利的期间：
2018年8月28日起至2019年1月2日止。
四、
自公告之日起127日内，
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上扯，
经过连夜审讯，
终于逼韦季方开
口，
招供和长孙无忌组成政变集团，
要
造反废掉高宗。许敬宗硬是把一桩朋
党案办成谋反案，简直是当年长孙无
忌处置房遗爱案的翻版。一无谋反之
心，
二无谋反之举，
更无谋反证据的长
孙无忌，
就这么被打成谋反分子。
而高宗根本不给长孙无忌申辩的机
会，
“竟不引问无忌”
，
连申诉的程序都省
了，
直接下诏免去长孙无忌的职务和爵
位。到了七月，
高宗又让李勣、
许敬宗重
审长孙无忌谋反案，
“再鞫无忌反状”
。办
案人员心领神会，
在审讯时逼迫长孙无忌
自杀，
“逼无忌令自缢”
，
这其中没有经过
任何司法程序。既然长孙无忌能在房遗
爱案中做初一，
就别怪高宗去做十五。
长孙无忌临死前，不知是否会想
起拿起《唐律疏议》的法律武器保护自
己。只可惜，唐律的权威已被他亲手
打破。当年的唐律是他清洗房玄龄家
族势力和冤杀李恪等人的工具。今天
的唐律也是高宗打击他的工具。
作为编撰《唐律疏议》的领衔人，
长孙无忌不是不清楚破坏法治的后
果。永徽四 年（653 年）十 一 月 十 九
日，他在《进律疏表》中明确指出，
“刑
靡定法，律无正条，徽纆妄施，手足安
措！”只是他嘴上说的是罪刑法定量
刑适当，手里做的却是法外加刑滥施
酷刑的乱法勾当。
长孙无忌能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
上，
那么当权力重新洗牌，
更大的权力
压过来时，他也必然会被自己扭曲的
“法律”
反噬。法律的量刑标准一旦被
突破，
任何人尤其是始作俑者，
最终都
逃脱不了法外酷刑的惩罚。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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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岁的老太太到食品店购物，说货款
已付，但店铺伙计矢口否认，究竟谁是谁
非，双方相持不下，导致肢体冲突。案件
应该如何处理？请看于成龙在担任广西罗
城知县时作出的精彩判决。
本知县审理钱氏与月中桂茶食店伙计
孙小弟相互扭打一案。钱氏说货款付清，
孙小弟说没有收钱。双方各执一词，互不
相让。询问在场人等，也各说不一，没有
定论。
本知县详细核查案情，钱氏年过花甲，
相貌忠厚，看起来不像是因为 300 文小钱而
意赖账。钱氏说，她离家去店铺时，身上确
实带着 300 文钱，而今已空空如也。
而月中桂茶食店年代久远，在当地很
有名，生意兴隆，诚实守信，应该不会因
为 区 区 300 文 小 钱 而 敲 诈 一 个 乡 间 老 妇。
该店伙计孙小弟，在店已经 8 年，可断定他
诚实可靠，绝对不会骗取 300 文小钱。核查
案件情节，当事双方似乎都没有过错。
因此，涉案 300 文钱，一定是钱氏交到
柜台，有人看到店面混乱，趁双方没注意盗
窃走了。钱氏的确已经掏了货款，孙小弟又
确实没有收到货款。据此，本县作出判决：
如果让钱氏再出 300 文钱，钱氏就未免冤
枉；如果认定月中桂茶 食 店 收 到 货 款 ，
300 文钱却又找不到。

于成龙众筹化纠纷
□

刘文基

本知县观察到，现在到月中桂茶食店
购物的顾客超过 300 人，为什么不能人人都
学习品德高尚的古人鲁仲连，掏点钱彻底解
决这一纠纷呢？只要每个人出 1 文钱，双方
纠纷就解决了，岂不皆大欢喜？听取诉讼，
审理案件，虽然是本知县的职责，但平息纠
纷，化解矛盾，也是每个人的责任。
于成龙就这样巧妙化解了纠纷。
或许有人反对，认为于成龙为什么就不
能查明案件真相，找到拿走钱的主儿。但
小偷一旦将钱拿到手，也许早就溜之大吉
了。因此，“命案必破”不现实，鸡毛蒜皮
的小事更不可能完全破解。不如另辟蹊
径，每人 1 文钱，轻而易举，从根本上解
决了问题。
法律不是万能的，在事实真相无法查
明的情况下，发动群众募捐解决问题，不失
为一种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 对物件损害责任的规定是“建筑物、构
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
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
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建筑物件伤人，不能确定
行为人，为保护受害者，只能大家分担责
任，也是值得肯定的。国家的司法救助制
度，其实质也是国家代表全体民众对案件中
的困难当事人予以救助。
于成龙发动群众募捐结案，并非只是就
事论事，解决问题，也是借此唤醒民众的社
会责任。正如他在判词中所说，平息纠纷，
化解矛盾也是每个人的职责。于成龙发动
大家募捐解决了问题，钱氏和店铺伙计自
然会吸取教训，相信拿走钱币者也会后悔
的。看到有人偷钱默不作声者，也交出了 1
文钱，为自己的知而不言、见义不为埋了单。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案件虽
然当事人脱不了干系，但社会大众也不能置
身事外，不闻不问。只要人人都有社会责任
感，积极履行社会义务，我们的社会将更加
规范有序，和谐美好。
（作者单位：甘肃省民勤县人民法院）

土地综合地价款追缴决定书
编号：
市规土委昌平分局追决字［2018］02 号
任明：
你于 2012 年 12 月在办理昌平区东小口镇天通苑小区东苑二区
7 号楼 12 层 4 号的经济适用房转移过户时，提供了（2012）易民初字
第 1930 号民事调解书，
并缴纳了土地综合地价款 52000 元。
根据相关生效法律文书可以认定：你在办理该房屋转移登记时
所提交的民事调解书系通过虚假诉讼取得。该房屋出售时的指导
价格为 10783 元/平方米，应该缴纳的土地综合地价款总额为 152439
元。扣除你已经缴纳的 52000 元，你还需要补缴土地综合地价款
100439 元。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
（财综［2009］
74 号）和《关于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建
住[2008]225 号)的有关规定，
我局决定如下：
限你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7 日内，到北京市昌平区不动产登记
中心（昌平区南环东路 36 号）补缴综合地价款 100439 元。如果你未
在规定时间内履行缴纳义务，将按照每日 1‰的标准加收滞纳金，并
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申请复议，
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
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昌平分局
二○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5日,本院根据江山市志成包装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江山市嘉明电器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经本院审查认为，
该公司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
符合破产条件；
该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且无人代为清偿或垫付，
管理人
申请终结本案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应予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
三条、
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本院于2018年9月4日裁定宣告江山市嘉明电器有限公司破产
并终结该公司破产程序；
破产程序终结后2年内发现有依法应当追回的财产或者有应当供
分配的其他财产的，
债权人可请求本院追加分配。
[浙江]江山市人民法院

